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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少数股东损益 -125,667.52 -37,676.68 -318,655.28 -47,646.83

五、其他综合收益 54,689.77 729,222.90 -1,109,260.40 797,131.91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其他综合

收益的税后净额

54,689.77 729,222.90 -1,109,260.40 797,131.91

六、综合收益总额 50,757,831.52 95,836,860.03 76,534,759.67 56,300,380.18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综合收益总

额

50,883,499.04 95,874,536.71 76,853,414.95 56,348,027.01

归属于少数股东

的综合收益总额

-125,667.52 -37,676.68 -318,655.28 -47,646.83

七、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

益

0.38 0.72 0.59 0.42

（二）稀释每股收

益

0.38 0.72 0.59 0.42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

金

152,261,146.98 233,625,632.48 245,062,628.96 181,104,437.61

收到的税费返还 2,947,939.78 5,072,101.56 966,150.42 -

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36,588,534.87 32,372,545.60 36,124,727.88 42,917,645.65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191,797,621.63 271,070,279.64 282,153,507.26 224,022,083.26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

金

57,097,037.90 125,959,395.48 111,357,521.34 112,433,373.27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

的现金

19,403,299.70 32,963,694.95 26,228,875.56 21,319,592.66

支付的各项税费 35,107,778.42 50,206,345.16 38,856,084.72 18,534,575.23

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

的现金

43,415,594.98 54,121,121.28 51,807,743.32 51,471,436.85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55,023,711.00 263,250,556.87 228,250,224.94 203,758,978.0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36,773,910.63 7,819,722.77 53,903,282.32 20,263,105.2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 - - -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761.96 39,613.00 - -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收到的现金净额

- - - -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761.96 39,613.00 - -

购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29,596,244.28 14,652,785.69 1,588,186.38 6,442,467.32

投资支付的现金 - - - -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

支付的现金净额

- - - -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29,596,244.28 14,652,785.69 1,588,186.38 6,442,467.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29,595,482.32 -14,613,172.69 -1,588,186.38 -6,442,467.3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 - - 1,400,000.00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 - - -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 - - 1,400,000.00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 - - -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

付的现金

17,191,200.00 15,868,800.00 39,672,000.00 21,819,600.00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

现金

- - - -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17,191,200.00 15,868,800.00 39,672,000.00 21,819,600.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17,191,200.00 -15,868,800.00 -39,672,000.00 -20,419,600.00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的影响

54,689.77 729,222.90 -1,109,260.40 797,131.91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9,958,081.92 -21,933,027.02 11,533,835.54 -5,801,830.16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79,313,064.21 201,246,091.23 189,712,255.69 195,514,085.85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

额

169,354,982.29 179,313,064.21 201,246,091.23 189,712,255.69

（二）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非经常性损益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8.38 -6.23 - -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

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

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

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281.60 215.47 130.62 167.27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

收支净额

0.21 18.30 -17.00 -9.95

非经常性损益合计 273.43 227.54 113.62 157.31

所得税影响数 41.05 34.16 16.58 23.60

少数股东权利影响额（税后） - 0.03 - -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 232.38 193.35 97.04 133.72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082.88 9,514.53 7,796.27 5,555.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850.50 9,321.18 7,699.23 5,421.37

报告期内， 非经常性损益净额占当期净利润的比例分别为2.41%、1.24%、

2.03%和4.57%，对公司经营成果影响较小，公司盈利能力对非经常性损益不存在

重大依赖。

（三）报告期内主要财务指标

1、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

报告期利润 报告期间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ROE）

每股收益（EPS）（元/股）

基本每股收益 稀释每股收益

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

2019年1-6月 10.28% 0.38 0.38

2018年度 21.96% 0.72 0.72

2017年度 20.87% 0.59 0.59

2016年度 16.60% 0.42 0.42

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2019年1-6月 9.81% 0.37 0.37

2018年度 21.52% 0.70 0.70

2017年度 20.61% 0.58 0.58

2016年度 16.20% 0.41 0.41

2、其他主要财务指标

指标 2019.06.30 2018.12.31 2017.12.31 2016.12.31

流动比率（倍） 4.11 3.86 3.87 4.02

速动比率（倍） 3.55 3.35 3.36 3.43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3.45% 26.46% 27.10% 25.77%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每股

净资产（元/股）

3.85 3.59 2.99 2.72

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

面养殖权和采矿权后） 占净资

产的比例

0.09% 0.10% 0.08% 0.09%

指标

2019年

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年） 0.50 1.17 1.40 1.29

存货周转率（次/年） 0.81 1.54 1.45 1.51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6,147.05 11,316.98 9,515.08 6,749.05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

润（万元）

5,082.88 9,514.53 7,796.27 5,555.0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

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850.50 9,321.18 7,699.23 5,421.37

利息保障倍数（倍） - - -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元/股）

0.28 0.06 0.41 0.15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0.08 -0.17 0.09 -0.04

十、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财务状况分析

公司近年来一直主要围绕轨道交通领域提供产品、服务和系统解决方案。随

着业务规模的扩大， 报告期内公司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及总资产均随之而增

加。 最近三年公司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 总资产年均复合增长率分别达到

14.94%、20.41%和15.34%。经营规模和资产规模增长趋势良好，表明公司经营管理

能力较强、成长性良好。公司流动资产占比较高、非流动资产占比较低，主要是因

为公司在发展前期资金实力有限，公司将资源主要投入技术、产品研发和市场拓

展，在生产方面自身主要进行部分核心部件的设计和产品组装测试，结构件的加

工和板卡PCBA均委托供应商完成， 办公场所和生产厂房也以租赁的方式取得，

拥有的固定资产较少。

报告期内，随着公司营业规模、资产规模的扩大，公司的流动负债、负债总额

总体呈增长趋势。

（二）盈利能力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状况良好，营业收入和净利润持续稳定增长，成长性明

显。 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营业收入分别为17,522.65万元、23,539.35万元、26,

879.02万元和14,483.87万元，最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为23.85%；归属于公司普通

股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5,555.09万元、7,796.27万元、9,514.53万元和5,082.88万元，

最近三年的复合增长率为30.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

的净利润分别为5,421.37万元、7,699.23万元、9,321.18万元和4,850.50万元，最近三

年的复合增长率为31.12%。

报告期内，营业利润为公司利润总额的主要来源，营业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

重分别为97.57%、99.93%、98.91%和96.24%，公司经营成果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公司经过近几年的不断积累，已步入快速成长期，公司在研发能力、服务能

力、市场先入、质量和人才优势等诸方面的优势得以显现。随着城市轨道交通行

业和铁路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公司前景广阔。

（三）现金流量分析

1、经营活动现金流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净利润及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情况分析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2017年度 2016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77.39 781.97 5,390.33 2,026.31

净利润 5,070.31 9,510.76 7,764.40 5,550.32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净利润

72.53% 8.22% 69.42% 36.51%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均保持正数， 公司经营成果有

较好的现金流支持。

2、投资活动现金流分析

最近三年及一期， 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644.25万元、

-158.82万元、-1,465.28万元和-2,959.55万元，主要支出如下：

2016年度支出主要为购买元器件老化柜、元器件筛选台303.96万元，购买车

辆202.93万元，珠海工业园支出91.49万元，购买办公用电脑、空调一批27.23万元，

办公室装修支出78.35万元，购买办公软件支出23.28万元。

2017年度支出主要为购买车辆103.13万元， 购买办事处房产支出110.97万

元，购买办公用电脑一批31.62万元。

2018年度主要支出为购买车辆101.79万元， 购买电子设备微机监测系统设

备、CTC系统设备、计轴仿真系统等一批283.30万元，预付房屋保证金500.00万，

珠海工业园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产品试验中心建设项目等支出543.66万

元。

2019年1-6月主要支出为购买上海虹口区欧阳路498号办公用房1,615.51万

元，珠海工业园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产品试验中心建设项目支出1,291.77

万元。

3、筹资活动现金流分析

报告期各期， 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041.96万元、-3,

967.20万元、-1,586.88万元和-1,719.12万元，主要为公司分配股利。

报告期内，公司资金状况良好，未发生银行贷款或其他有息负债业务。

十一、最近三年的股利分配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股利分配均为现金分红，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元

序号 决议日期 批准 分红金额（含税） 支付情况

1 2019.2.20 科安达2018年度股东大会 17,191,200.00 已支付

2 2018.5.17 科安达2017年度股东大会 15,868,800.00 已支付

3 2017.5.17 科安达2016年度股东大会 39,672,000.00 已支付

4 2016.3.16 科安达2015年度股东大会 21,819,600.00 已支付

根据公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本次发行上市后公司利润分

配政策如下：

1、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原则：着眼于可持续发展，公司综合考虑总体发展目标

及目前的实际情况，建立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机制，并从制度上对股

利分配作出安排，以保证股利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股利分配坚持现

金分红为主这一基本原则， 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

分配利润的10%；

2、股东回报规划制定和决策机制：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

发展目标至少每三年重新审定一次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

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意见对公司正在实施的股利分配政策作出适当且必要

的修改，确定该时段的股东回报规划。如因公司外部经营环境或者自身经营状况

发生较大变化而需要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由公司

董事会、监事会进行研究论证并在股东大会提案中详细论证和说明原因，经调整

的利润分配政策应严格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

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3、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公司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比例：公司在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且不

存在影响利润分配的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事项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现

金方式分配股利。 公司是否进行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以及每次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占母公司可分配利润的比例须由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董事会认为发放股票股利

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时， 可以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并交由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4、发行上市后三年的分红回报规划：公司在提取法定公积金、盈余公积金以

后，每年以现金形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10%；若公司

净利润实现增长，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可以在

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的同时，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公司每个会计年度结束

后，由公司董事会在充分考虑独立董事、监事和公众投资者的意见的基础上提出

分红议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表决，股东大会表决时应安排网络投票方式

为公众股东参会提供便利。

5、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1）公司董事会根据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提出、拟定利润分配预

案，并对其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利润分配预案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后提

交股东大会审议，独立董事应对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独立董事应在制

定现金分红预案时发表明确意见。

（2）董事会拟定利润分配预案的过程中，应当充分听取独立董事和监事的

意见，相关议案需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表决通过，并经全体独立董事二分之

一以上表决通过。

（3）股东大会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公司应当通过各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

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回复中

小股东关心的问题。

6、利润分配的执行及信息披露：

（1）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大会

召开后2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2）公司应当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确定的现金分红政策以及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的现金分红具体方案。确需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或变更的，需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公司应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利润分

配方案和现金分红政策执行情况，说明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

会决议的要求，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

备。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需详细说明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和程序是

否合规、透明。

（4）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时，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

并说明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

（5）存在股东违规占用资金情况的，公司有权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

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6）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的，权益分配方案中应当以公开披露过的仍在有效

期内（报告期末日起6个月内）的最近一期定期报告期末作为基准日；如未披露

季度报告的，可以以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为基础。

7、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公司根据行业监管政策、自身经营情况、投资规划

和长期发展的需要， 或者根据外部经营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确需调整利润分配

政策的，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法律

法规。对《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需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根据公司2017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在本次发行完成

后，由本公司新老股东共同享有本次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滚存的未分配利润。

十二、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基本情况

截至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有8家子公司，其中6家为全资子公司，2

家为控股子公司，无参股公司或分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一）科安达轨道

公司名称 深圳市科安达轨道交通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2月2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九祥岭工业区四栋一楼A

法定代表人 郭丰明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100%

经营范围

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自动化、安全防护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安

装和维护；轨道交通系统集成设计、施工和监理咨询；铁路计轴系统和

仪器仪表的技术开发、销售、上门安装和维护（以上均取得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的资质证书，方可经营）；计轴系统、防雷产品、电子产品的

设计、开发、技术咨询、生产与销售（凭深南环水批[2012]51570号生

产）；国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以上均不含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

决定规定需前置审批和禁止的项目）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科安达轨道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5,268.43 4,796.90

净资产 4,002.53 3,639.66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362.87 749.89

（二）科安达软件

公司名称 深圳科安达软件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9年11月25日

注册资本 300万元

实收资本 3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西丽九祥岭工业区二栋四楼厂房

法定代表人 郭丰明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100%

经营范围

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产品的技术开发与销售，嵌入式软、硬件及系统

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集成电路的设计、电子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及销

售，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或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

的项目除外）；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从事广告业务；展览

展示策划。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科安达软件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282.88 280.52

净资产 282.88 280.52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2.36 2.06

（三）科安达检测

公司名称 深圳市科安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10月25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500万元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道深南大道1006号C栋14A

法定代表人 陈柯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90%，陈柯持股10%

经营范围

防雷装置、大地网、信息系统、防静电的技术检测;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雷电预警的技术服务;防灾减灾、雷电防护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以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

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科安达检测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99.69 562.01

净资产 386.46 470.66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84.20 29.59

（四）珠海高平电子

公司名称 珠海市高平电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8月23日

注册资本 610万元

实收资本 610万元

住所 珠海市金湾区三灶镇金海工业区金桥大厦第二层202室F区

法定代表人 郭丰明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100%

经营范围

研发、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软件开发；商业批发零

售（需其他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珠海高平电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20.75 447.64

净资产 419.45 447.23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27.78 -44.82

（五）珠海科安达

公司名称 珠海市科安达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年8月23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实收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珠海市金湾区红旗镇联港工业区大林山珠海市博威模具有限公司综

合楼201号

法定代表人 郭丰明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100%

经营范围

研发、批发、零售：电子产品、通信设备；计算机软件开发；商业批发零

售（需其他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珠海科安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606.38 1,649.79

净资产 888.84 923.53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34.68 -36.40

（六）成都科安达

公司名称 成都科安达轨道交通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7年4月27日

注册资本 500万元

实收资本 0万元

住所 成都市金牛区金凤凰大道666号6号楼2单元

法定代表人 陈华敏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100%

经营范围

轨道交通系统集成服务；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及配

件、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防雷产品、电子产品的技术研究、销售、安装

及技术服务；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成都科安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4.56 4.55

净资产 -0.44 -0.45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0.01 -0.19

（七）香港科安达

公司名称

科安达（香港）国际集团有限公司（KEANDA�(HONGKONG)�

INTERNATIONAL�GROUP�CO.,LIMITED）

成立日期 2016年5月23日

股本总额 2,000万港币

已缴股本 2,000万港币

注册地址

Unit�5,�27/F.,�Richmond�Commercial�Building,�109�Argyle�Street,�

Mongkok,�Kowloon,�Hong�Kong;

公司董事 郭丰明

股东构成 发行人持股100%

经营范围

电子产品、设备、仪器、仪表，轨道交通自动化系统，应用软件开发，计

算机信息系统集成，计算机网络，通信产品及国内一般商品的销售、设

计、开发、相关技术咨询；经营进出口业务；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

另行申报）；股权投资，进出口业务。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香港科安达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

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562.65 1,602.17

净资产 1,526.99 1,569.35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47.83 -74.30

（八）上海岩视电子

公司名称 上海岩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6年8月31日

注册资本 600万元

实收资本 600万元

住所 上海市杨浦区大学路65号502室

法定代表人 农仲春

股东构成 珠海高平电子持股85%，深圳市创新成投资有限公司持股15%

经营范围

从事电子科技、通信科技、计算机科技、仪器仪表科技、轨道交通科技、

网络科技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机

电产品、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信设备、网络设备、公共安防设

备、仪器仪表的销售、交通设备的安装及销售,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通信建设工程施工,铁路建设工程施工,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工

程专业施工,铁路电务建设工程专业施工,木制建设工程作业、砌筑建

设工程作业、抹灰建设工程作业、石制建设工程作业、油漆建设工程作

业、钢筋建设工程作业、混凝土建设工程作业、脚手架建设工程作业、

模板建设工程作业、焊接建设工程作业、水暖电建设工程作业、钣金建

设工程作业、架线建设工程作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海岩视电子最近一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如下：

单位：万元

项 目 2019年6月30日 2018年12月31日

总资产 323.87 350.65

净资产 322.60 350.24

项 目 2019年1-6月 2018年度

净利润 -27.64 -44.84

第四节 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金额及投资项目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2018年第三次会议及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公

司本次拟公开发行4,408万股， 募集资金数额将根据市场情况和向投资者询价情

况确定。

公司募集资金投向经2017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由董事会负责实施，本次

公开发行所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按照轻重缓急顺序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

拟使用

募集资金

项目备案情况

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

目

18,929 18,929

投资项目统一代码：

2018-440404-39-03-805166

轨道交通智能监测诊断

系统开发项目

8,574 8,574 深福田发改备案（2018）0051号

产品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7,809 7,809

投资项目统一代码：

2018-440404-39-03-805165

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5,137 5,137 深福田发改备案（2018）0052号

补充营运资金 5,000 5,000 -

合计 45,449 45,449 -

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前， 公司可根据项目建设需要适当以自筹资金先行

投入； 本次发行上市募集资金到位后，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的制度使用募集资

金， 募集资金可用于置换前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以及支付项目

剩余款项，若本次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低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额，公司将通过自筹

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自动化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建设计轴系统、信号监测防雷分线柜、道岔融雪系统的核心零部

件生产线及自动化组装线，投资总额18,929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5,823万元，铺底

流动资金3,106万元，项目建设期1.5年。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珠海市金湾区红旗

镇，由子公司珠海科安达负责实施。

项目的实施将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供更好的场地条件和先进的生产、 测试

设备，将会扩大公司主要产品的产能并拓展公司的产品线。

（二）轨道交通智能监测诊断系统开发项目

公司基于在轨道交通领域二十来年的业务积淀以及核心产品的应用支撑，

调动并扩充科研资源，进行为期2.5年的轨道交通智能监测诊断系统开发，项目投

资8,574万元。项目系统以满足轨道交通日益深化的运维需求为核心，与现有信号

集中监测产品呈现鲜明对比，更具可靠性、安全性以及经济效益。

本项目是公司填补行业应用空白、抢占技术制高点的战略布局，项目系统的

成功研制，将夯实公司于细分领域内的技术优势，推动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三）产品试验中心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建设轨道交通现场环境试验基地以及计轴系统功能区、 道岔融

雪系统功能区、杂散电流监测与防护系统功能区、转辙机功能区、雷电实验室等

产品试验场所，投资总额7,809万元，项目建设期1.5年。本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珠海

市金湾区红旗镇，由子公司珠海科安达负责实施。

项目的实施可最大程度还原轨道列车实际运营状况，以客观地、全面地检测

产品的安全性、可靠性、可用性，进一步提高产品适用性，有利于公司在市场拓展

过程中把握更多的业务机会。

（四）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该项目计划根据当前我国铁路以及城市轨道交通市场分布格局， 以深圳总

部营销中心为管理中心，分别在北京、上海、沈阳、杭州、成都、西安等22个城市设

立办事处，建立辐射全国的营销网络。本项目投资总额为5,137万元。

项目建成后，将涵盖市场调研与业务拓展、售后服务与技术支持、客户关系

维护等功能。

（五）补充营运资金

公司拟使用5,000万元募集资金补充营运资金， 用于支持公司生产经营资金

需要。使用募集资金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将有效减少公司未来的财务费用，提高公

司的抗风险能力与应对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的能力； 可以推动公司为客户提供

性价比更高的产品与服务，提升公司的产品竞争能力；可以有效推动公司抓住市

场机遇，迅速占领市场，提高市场份额。

第五节 风险因素及其他重要事项

一、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评价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时， 应特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

素：

（一）行业和市场风险

1、市场竞争风险

本公司产品主要竞争对手既有西门子、泰雷兹等国际厂商，也有成都铁路通

信设备有限责任公司、华铁信息等国内厂商。相对于竞争对手，公司部分产品在

技术和市场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公司在资本规模、人才、设备、开发与测试环境

等方面与部分竞争对手尤其是国际厂商仍存在一定差距， 公司如果不能加大投

入以引进优秀人才和先进设备， 则可能丧失目前在轨道交通计轴系统和雷电防

护领域的市场领先地位。

2、下游行业和市场集中的风险

公司的客户主要来自于轨道交通领域， 报告期内公司的收入绝大部分来自

于国家铁路市场和地铁市场，公司产品销售易受铁路和地铁建设的影响。报告期

内我国地铁建设蓬勃发展，铁路建设投资保持高位运行，从而公司的收入和利润

均呈现良好增长趋势。未来如果我国铁路和地铁建设趋缓，或者轨道交通领域对

公司产品的需求发生重大变化，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二）经营风险

1、客户集中的风险

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高，2016-2018年和2019年1-6月来自前五大客户 （同

一集团下客户合并统计） 的收入占公司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70.14%、71.95%、

80.20%和73.28%。轨道交通领域的市场竞争格局比较稳定，信号控制系统领域的

集成商较少，市场集中度较高，公司基于自身技术能力、产品质量及客户服务等

方面的优势获得了最终用户和信号控制系统集成商的广泛好评， 公司计轴系统

也成为卡斯柯、 交控科技等集成商的重要选择， 从而导致公司的客户集中度较

高。未来如果部分主要客户与公司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

较大不利影响。

2、原材料供应的风险

（1）供应商集中的风险

公司计轴系统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来自于德国Pintsch� Tiefenbach，2016-2018

年和2019年1-6月公司向Pintsch� Tiefenbach采购的金额占公司采购总金额的比重

分别为58.36%、57.38%、74.47%和59.77%。虽然公司与Pintsch� Tiefenbach已建立长

期良好合作关系并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且Pintsch� Tiefenbach供应的原材料具有

其他替代来源，但如果公司与Pintsch� Tiefenbach的合作关系发生变化，公司原材

料的供应短期内将受到重大影响。

（2）原材料供应受到限制的风险

公司产品所需的原材料主要有车轮传感器、板卡、电子元器件、结构件等，总

的来说市场供应比较充足，不存在短缺的风险，但也可能因贸易摩擦、环保、市场

需求波动等因素导致部分原材料的供应受到限制的情况， 从而影响公司的正常

生产经营。

（3）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对于公司产品所需的主要原材料， 公司与供应商均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

系并维系价格的基本稳定，报告期内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小。原材

料价格易受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发生波动，如果未来原材料价格大幅上涨，则

公司的生产成本将会上升，公司的盈利能力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3、外协加工的风险

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产业， 公司的核心竞争能力主要体现在研发

能力、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从而研制出高品质和高可靠性产品。

公司作为一家自主创新能力较强且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小企业， 受自身

资源条件的限制， 在生产环节目前公司自身主要负责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

部分关键部件的生产， 以及产品的组装和测试， 同时将机械加工部件的生产和

PCBA委托外协厂商完成。

虽然公司已建立严格保密措施，并与外协厂商建立了长期良好合作关系，但

如果外协厂商不能按时供货，则公司产品的生产进度将受到影响；若外协加工产

品质量不符合公司要求且未被检测出来，则公司产品的质量将受到影响；外协加

工企业的产能扩充不受公司控制， 外协加工企业的产能可能不能满足公司未来

快速发展的需要；公司设计了大量图纸提供给外协厂商，一定程度上存在公司技

术秘密外泄的风险等。因此，公司存在外协加工的风险。

4、发生安全事故的风险

轨道交通运营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其产品质量尤其重要。公司的计

轴系统是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用于检测轨道站内、道岔区段、道口以及区间路线

处于占用或空闲状态的重要信号设备；公司的防雷产品是轨道交通电气、电子设

备电涌防护中不可缺少的一种装置。 虽然公司产品经过严格检测能够满足轨道

交通运营的严格要求， 但如果因不可预见因素导致公司产品在使用过程中出现

质量问题，并进而导致发生安全责任事故，则公司生产经营、市场声誉、持续盈利

能力将受到不利影响。

5、季节性风险

中国铁路集团下属各铁路局、 车辆段以及铁路建设单位大宗设备采购遵循

严格的采购管理制度和预算管理制度，并且采用招投标方式确定供应商，具有一

定的计划性特点。铁路系统一般年初安排计划及预算，年末根据预算情况组织测

试及验收等相关工作，因此销售具有一定的季节性特征，一季度销售占比较低，

四季度占比较高。

公司的防雷产品主要销售给铁路系统， 报告期内公司防雷业务的销售收入

分别为5,467.90万元、6,685.40万元、7,253.90万元和3,118.86万元，占公司销售收入

的比例分别为31.27%、28.40%、26.99%和21.53%，受来自铁路系统销售收入季节性

的影响，公司的销售收入存在一定的季节性波动风险。

6、租赁厂房的风险

（下转A28版）


